
 

  

 

  

  

 



 
 

  

 
    

   

 

  



 

 

書名：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

在摧毀社會, 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

更好的未來? 

作者：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著 , 孔令新譯 

 

541.43 / 4426 / 2021 

你這一秒的決定，10 年後會付出什麼代價？長期思維，才是最重

要的短期策略！ 

深陷於短期思考的社會，讓許多重大改革、企業經營與文化累積無

法長久，本書建構了一個長期思維的框架，指引我們運用六個方法，

改變正受到短視與速成逐步蠶食的社會： 

◆用「深度時間」觀，取代「線性時間」觀。◆擴大「傳承」的概念，

思考死亡規劃而非退休規劃。◆用「未來持有人」取代「股份持有

人」，未來世代是尚未出世的股東。◆用規劃五百年大教堂建案的理

念，培養規劃遙遠未來的本領◆用「情境規劃」工具，不靠正確預

測而靠情境準備抵禦危機。◆把追求成長的目標，納入考量現有資

源的乘載能力。 

善用六個長期思維工具，就有機會改變社會既有的各個面向， 

制定長期決策，可以讓企業獲利增加 81％，讓更多值得存續的資

產多留好幾個世代，讓前瞻的眼光改變這個應該可以更好的世界。

 

書名：大戰略：耶魯大學長紅 20

年大師課程,從歷史提煉的領導決策

心法 

作者：約翰‧路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著 , 尤采菲譯著 

 

541.776 / 4434 / 2021 

蓋迪斯《大戰略》跨越時間、空間、規模的戰略典範，探看領導者、將領、

史學家的經驗與思考方式。 

本書探看人生當中諸多需要做抉擇、判斷的關鍵時刻，細說屋大維與安東

尼的爭權奪位、奧古斯丁與馬基維利對國家的思辨、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

茨的戰略兵法、英國女王伊莉莎白的統治之道、美國總統林肯在南北戰爭

中的謀略，以及羅斯福又為何在眾人避之惟恐不及時，堅持參與二戰等歷

史事件。 

蓋迪斯借用政治哲學家柏林的主張，指出世上有「狐狸」、「刺蝟」兩類人；

「狐狸」機巧、靈活，視野廣闊、綜觀天下事，擅長臨場應變；「刺蝟」以

一種理念理解全世界、見解深刻。許多領導者思考一輩子，想在狐狸與刺

蝟間做抉擇，然而蓋迪斯認為，引領眾人的領導者，需要的不是選邊站或

獨尊一種說法，能否掌握相背觀點之間的連結才是關鍵。領導者須既是「狐

狸」也是「刺蝟」，唯有身兼兩種角色，才能掌握現實世界的矛盾與衝突，

化解反向的力量，破除阻礙、邁向成功。  



  

 

 
 
 
 
 
 
 
 
 
 

書名：華頓商學院的情緒談判

課：駕馭情緒，就是你最好的

談判籌碼！華頓商學院頂尖談

判專家，淬鍊 15 年實戰心法 

作者：莫麗‧塔荷瑞波(Mori 

Taheripour)著 , 周怡伶譯 

 

177.4 / 4413 / 2021 

華頓商學院頂尖談判專家，淬鍊 15 年實戰心法。 

人生由一連串的難題構成，而談判則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夫妻歧

異，如何解決？親子衝突，如何化解？求職談判，如何爭取到更好

的條件？面對重要客戶，如何找到價格之外的談判籌碼？ 

成功改變全球 5,000 名學員的華頓談判名師，揭祕利益最大化、創

造長期成功的談判關鍵！ 

透過本書，你將會學到與人同贏、創造最大價值的談判心法：談判

成功的真正訣竅。解決困難對話的有效技巧。釐清立場與利益的根

本差異。共同把餅做大的合作思維。獲得信任、事業與影響力的關

鍵。建立正向連結的高效溝通法。 作者莫麗・塔荷瑞波是全球頂

尖的談判名師，生涯曾幫助無數人成功掌握談判心法。本書精煉作

者長達 15 年的談判經驗，帶入各種談判情境與斡旋技巧，要告訴

讀者：如果你了解自身的情緒及感受力，那麼你就能在談判中精準

領航，談到更好的條件！  

書名：寫給公民的 40 堂思

辨課 

作者：[江玟等作] , 公民不

下課著 

 

528.3 / 3110 / 2022 

人氣知識平台「公民不下課」寫給現代台灣人的公民讀本，社會、經

濟、政治、文化，不可不知的 40 個議題，一手掌握時代脈動！「思

辨」是現代公民的行動準則，更是進步社會的成長養分，傾聽世界上

的各種聲音，你將找到屬於你自己的答案。 

想加薪就罷工、不喜歡就罷免，社會這麼亂都是因為「太民主」？ 

網路上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怎樣才能不掉進認知戰的陷阱？世界

瞬息萬變，我們的注意力有限，身處在「資訊即生活」的年代，我們

該如何對閱聽的資訊做出適當的判斷？如何選擇自己相信的事情？

從近在咫尺的食安問題、缺水危機，到遍及全球的性別平權、人權議

題，隨著視角不同、立場各異，是非的界線也隨之模糊，而「思辨」

就是我們茫然無措時的引路明燈。 

「公民不下課」針對影響國內外的 40 個重要社會議題，用條理清晰

的文字、縝密詳實的資料，引領我們踏上「思辨」的道路。書中呈現

不同觀點的闡釋，希望能拓展讀者的思考維度，培養現代公民必備的

宏觀視野。  

 

或許你曾夢想改變世界，卻無奈喟嘆自己的渺小無力，但當你嘗試不

再只當「旁觀者」，而是學習成為社會的「參與者」，終有一天，我們



 
 

 
 
 
 
 
 
 
 
 
 
 

書名：暗數據：被看到、被聽

到、被測量到的，往往不是

「真凶」 

作者：大衛.漢德(David Hand)

著 , 賴盈滿譯 

 

511.7 / 3424 / 2021 

在遺漏數據的世界裡做出好決定的務實指南。 

身處大數據時代，不難以為我們擁有做出好決定的一切數據。但我們

擁有的數據其實從未完整，甚至只取得冰山一角。就如同宇宙大部分

由暗物質組成，雖然存在卻不被看見，資訊世界也充滿了暗數據，為

我們所無視，非常危險。在這本《暗數據》中，數據專家大衛．漢德

帶領我們踏上一趟啟發人心的精采旅程，走進我們看不見的數據的世

界。 

本書探討許多對於暗數據視而不見的情況，討論這些情況如何讓我們

做出錯誤、危險，甚至災難性的結論與行動。作者檢視了現實生活中

的例子，從挑戰者號太空梭爆炸到複雜的金融詐騙，並分享一套務實

的暗數據分類法，說明這些暗數據是如何產生，以便我們學會辨別與

掌控暗數據。作者不僅教導我們要對未知事物造成的問題提高警覺，

也闡述如何利用暗數據，從中得益，讓我們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做出

更好的決定。  

書名：地圖會說話：從 GPS 衛

星定位到智慧手機地圖, 不可不

知的地理資訊應用 

作者：李文堯 , 林心雅著 , 攝

影 , 李文堯地圖繪製 

 

609.2 / 4004 / 2021 

作者精心繪製、視野全面新穎的 GIS 地圖，讓你從一張張會說話的地

圖，不出門得知天下事！視角全面、觀念新穎的 GIS 地圖書，打破你

對地圖的刻板印象！  

◆本書詳盡介紹 GIS 地理資訊系統這門科技，運用衛星、雷達、攝影、

GPS 全球定位系統等先進技術提供的大量資訊，再藉由地理資訊系統

或電腦製圖軟體所繪製成 3D 影像。 

◆作者結合自己所學（地理碩士）及專業（從事 GIS 地理資訊系統應用

與軟體研發工作），用一張張地圖來說故事，深入淺出介紹近幾年來全

世界地圖發展應用的實況與趨勢，讓大家知道原來當今地圖的應用竟

已如此廣泛，舉凡土地利用、交通運輸、疾病擴散、災害防治、生態保

育規畫、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甚至救火送貨搬家找房子等，與我們的

生活息息相關。 

◆以地球村的宏觀視野，揭露人類在地球舞台上諸多活動面貌，隨著精

采清晰的地圖與淺顯易懂的解說，穿插生動有趣的圖片，帶領讀者展

開跨越國界超越時空的寰宇之旅，讓讀者了解，善用地圖與地理資訊

不僅能讓我們監測並改善生活品質，也能讓我們更了解自身所處環境

及世界各地發生的現象及未來趨勢，開拓個人的國際視野。  



 
 

 

 

書名：人生就是賽局：透視人

性、預測行為的科學 

作者：費雪(Len Fisher)著 , 

林俊宏譯 

 

319.2 / 5510 / 2021 

愈想贏，就愈會輸，這是賽局理論道出的困境，也是人類衝突、背叛、

彼此威脅、耗盡資源的原因。《人生就是賽局》幫助我們認識賽局理論

全貌，只有了解僵局如何形成，才能扭轉情勢、提高合作效率。 

本書特色： 

● 用最生活化的例子，說明賽局理論無所不在。 

● 如何應用策略，讓合作持續不斷 

● 未來，賽局即將改變 

《人生就是賽局》帶你看透七大困境，並應用十大要訣促進合作。你，

將擁有改變賽局的能力。  

書名：登一座人文的山：貫穿

古今中外、文明與荒野，獻給

所有戶外人的自然人文通識課 

作者：董威言著 

 

992.77 / 4450 / 2021 

◆本書以歷史、哲學、文化、社會經濟、戶外遊憩活動的多元視角，

藉著和西方的深入比較，重新定位、分析、詮釋臺灣獨特的自然環境，

讓我們能夠用全新的觀點透視臺灣山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行

走的山」之餘，豎立一座「知識的山」。 

◆中文世界裡少有探討「戶外文化」的書籍，而綜合性地從西方荒野

哲學、環境保護主義、國際登山運動歷史、社會變遷等面向來分析的

更是罕見，在一個全民都愛往戶外跑的時代，這本書可幫助大家建立

一個思考各式戶外議題的架構，和國際接軌之餘，也能更深入了解臺

灣的獨特之處何在。 

◆本書內容兼融歷史的縱深和空間的向度，透過多元視角、恢宏格局

和扎實論述，援引爬梳古今中外的荒野哲學和自然人文宇宙觀，期許

臺灣建立自己戶外登山文化的知識體系書寫標竿之作。&lt;br/&gt; 

◆本書也為山林解禁後又遭逄疫情時代，山林活動勃發造成的諸多亂

象尋找解答，遍及體制、政策、教育等層面，希望國人貼近自然之餘，

也能建立成熟理性的山岳文化，成為珍惜環境、為自己負責的戶外公

民。  



  
 

書名：當我們一起：疏離時代,

愛與連結是弭平傷痕、終結孤

獨的最強大復原力量 

作者：維偉克‧莫西(Vivek H. 

Murthy)著 , 廖建容譯 

 

176.52 / 4410 / 2020 

本書作者莫西是美國總統歐巴馬、拜登最倚重的公衛大臣、抗疫大將。

身為「國家醫生」，他研究重要的健康與疾病問題，發現現代社會最難

治癒的不是心臟病或糖尿病，而是孤獨，而且孤獨與許多疾病相連，

形成惡性循環。他積極投入相關研究，從流行病學的角度拆解孤獨。

本書就是莫西呼籲社會重視孤獨問題的專書，也是全面解讀孤獨與提

出解方的第一本書。 

在本書中，他舉出許多打破人際藩籬的有效做法，並提出四個關鍵策

略：每天花一點時間陪伴你愛的人；把焦點放在彼此身上；擁抱獨處

時間；幫助他人，也接受別人的幫助。他尤其強調要幫下一代建立更

有連結的社會，因為新世代在網路中成長，比過去更容易陷入孤寂的

痛苦。 

唯有連結，能讓我們克服孤獨，解決當前個人和社會面臨的難題，打

造彼此關係更緊密的未來。  

書名：愛的藝術：心理學大師

佛洛姆跨時代不朽經典, 一本學

習如何去愛的聖經 

作者：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著 , 梁永安譯 

 

176.5 / 2534 / 2021 

出版 65 年．34 種語言．全球暢銷 3000 萬冊，心理學大師佛洛姆跨

時代不朽經典．全新繁體中譯本。獨家收錄佛洛姆珍貴照片、書信摘

文，與撰寫《愛的藝術》之思考歷程。 

父母、配偶、兒女、兄弟姊妹、朋友、職場共事者，人身處在各種人

際關係中，被關心，也付出情感，有時互動良好，有時身心俱疲。但，

愛這種被歸為情感層面的東西，真的如此飄忽不定，無法以理智控制，

無法學習？永遠只能讓人在愛中傷痕累累之後，才能累積經驗，得到

一絲安穩的感受？ 

佛洛姆從所有層面探索「愛」。不只是羅曼蒂克、讓人沉浸於錯誤觀念

和虛幻期待的愛，更包括親子之愛、手足之愛、男女愛、自愛，以及

對神的愛。他更進一步指出，愛其實是人格培養，人想發展愛的能力，

謙恭、勇敢、真誠地愛他人，可藉由努力發展人格來達成。「愛是一種

行動，是人的力量的發揮。」於是我們明白，愛是人與生俱來的能力，

也因此《愛的藝術》能廣為流傳，繼續鼓勵人們：了解愛，學習愛，

實踐愛。  



書名：社交進化：從突破陌生

焦慮到擴展交友圈，打造更高

的人際連結力 

作者：喬伊.基歐漢(Joe 

Keohane)著 , 謝明珊譯 

 

177.3 / 4473 / 2021 

本書結合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實驗與研究，以及作者請益專家

所整理出和陌生人交談的技巧，甚至親自出馬做實驗，累積了無數古

怪、詼諧和動人的實戰經驗。 

閱讀本書可以了解到： 

☑不用擔心說錯話和尬聊，簡單的開場白就能破冰。 

☑只要真心閒聊和寒暄，就能和喜歡的人侃侃而談。 

☑自我行銷讓別人對你感興趣，積極建立緣分，遇見意料之外的貴人。 

☑傾聽他人的故事，看見視野外的新觀點。 

本書並非讓你從暗巷和陌生人對話，而是在公開的場合：新到職與初

次見面的同事交談、和鄰居輕鬆打招呼互相照應、在聚會上可以好好

交流和傾聽、從通勤時與他人隨機的真誠互動中建立弱連結。改變心

態，開始與世界連結，是緩解個人和社會孤獨、孤立，加深歸屬感最

好的方式。本書並非讓你從暗巷和陌生人對話，而是在公開的場合：

新到職與初次見面的同事交談、和鄰居輕鬆打招呼互相照應、在聚會

上可以好好交流和傾聽、從通勤時與他人隨機的真誠互動中建立弱連

結。改變心態，開始與世界連結，是緩解個人和社會孤獨、孤立，加

深歸屬感最好的方式。  

書名：大腦韌性：高齡化時代

最重要的健康資產 

作者：桑賈伊‧古普塔(Sanjay 

Gupta)著 , 張瓊懿譯 , 行路 , 

遠足文化編輯 

 

411.19 / 4084 / 2021 

有調查發現，人們對大腦失能的恐懼程度，甚至凌駕死亡。認知衰退

已是長壽的現代人生活品質的一大威脅，不過好消息是，變老不必然

會伴隨著大腦退化。儘管目前尚無方法治癒失智症與相關認知衰退，

但科學已經發現，早在發病的二十甚至三十年前它就開始醞釀，在這

段不算短的期間，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介入，加以預防。本書分成三

大部分： 

►第一部從大腦的基本事實切入，釐清正常的老化、偶爾的大腦失靈、

異常的老化，以及嚴重衰退之間有什麼區別。接著探討關於老化與認

知衰退的迷思，並了解大腦的重新塑造、重新布局和成長。 

►第二部從五大面向切入，提供保護與提升大腦功能的實際策略，行

文中夾雜多名世界頂尖腦科學家的研究發現與佐證。章末並設計一套

十二週計畫，方便讀者跟著做，並根據自身狀況做彈性調整。 

►第三部則探討大腦疾病確診和治療時，相關人等面對的挑戰，並解

釋目前認知科學的進展與應用對於一般人代表什麼意義。 

古普塔醫生長期擔任 CNN 首席醫學記者，他希望藉由這本書讓大眾

認識到，健康的身體寓於健康的大腦，書中並提供有科學依據的大腦

保健方法，讓你及早鍛鍊出健康生活的重要資產——大腦韌性。  



 

書名：如何避免氣候災難：結

合科技與商業的奇蹟，全面啟

動淨零碳新經濟 

作者：比爾．蓋茲 (Bill Gates)

著 , 張靖之 , 林步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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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人慈：橫跨二十萬年

的人性旅程，用更好的視角

看待自己 

作者：羅格．布雷格曼 

(Rutger Bregman)著 , 唐

澄暐譯 

 

101.639 / 4146 / 2021 

二次大戰期間，德軍試圖用轟炸瓦解英國人的抵抗意志，他們認為，

一旦恐慌與暴力蔓延開來，人類便會顯露低劣的本性。然而，德軍

的劇本並沒有上演。接著，英軍採用同樣的轟炸戰略回敬德軍，他

們認為，在轟炸之下展現的韌性，是英國人獨有的美德，德國人連

他們挨過的一半都挨不住。英軍的盤算也落空了。事實上，不只德、

英雙方對人性有如此悲觀的看法，而是高達 97%的人皆然。但眾多

的歷史事件證明：當危機來襲——不論是炸彈落下或洪水成災，我

們展現的都是人類最好的本質。 

是時候，換個視角來看待自己了。 

然而，人類如果真的嗜血好戰，為何在戰爭中造成最大傷亡的，都

不是於前線奮戰的士兵；而是遠離前線、不會與敵人面對面的那一

小批人？人類如果真的難以教化，為何挪威將重刑犯送進宛如度假

村的監獄，反而造就世界最低的再犯率？ 

羅格將在書中以扎實的論證、生動的敘事，一一為我們平反。  

走過不安的 2020 年，未來十年最關鍵的議題是什麼？「我們可以

做既能挽救新冠疫情中受創的經濟、又能激發創新來避免氣候災難

的事。這本書要講的就是我們必須採取什麼行動，以及我認為我們

做得到的原因。」如果淨碳排不歸零，你我所擁有的一切可能隨時

歸零！在這本書中，比爾．蓋茲將告訴你：經濟成長和零碳創新的

新交集是什麼。他提出一套涵蓋層面極廣、但每一步都切實可行的

計畫，希望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全面減到零，挽救人類免於一場迎面

而來的氣候浩劫。比爾．蓋茲花了十年潛心研究氣候變遷的原因與

效應，在物理、化學、生物、工程、政治、金融等各領域專家的協

助下，努力尋找阻止地球失速滑向環境災難的方法。在這本書中，

他深入淺出地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別無選擇，一定要努力減到淨零排

放，也詳細說明要達到這個重大目標，哪些是我們非做不可的事。

書中清晰描述了人類所面臨的艱鉅挑戰，清楚指出在哪些方面目前

科技已有零碳方案、哪些領域的現有科技該如何發揮更大效益，還

有哪裡需要創新的技術突破，又是哪些人在從事這些重要研究。

 

 



 

 
  書名：薩提爾的自我覺察練

習：學會了，就能突破內在盲

點，達成人生目標 

作者：陳茂雄著 

 

177.2 / 7544 / 2020 

總有些問題讓我們反覆受挫，卻不明白原因。一本將薩提爾理論應用在

自我探索、發掘自身盲點的專書，練習覺察，找出深埋的情緒、期待、

價值盲點，打破心理慣性，才是解決反覆困擾、達成心理期望的捷徑。 

我們總以為很了解自己，其實內心仍深埋許多不解的黑洞。我們每個人

都有盲點。應用薩提爾的理論，深度自我對話，擺脫慣性的枷鎖，實現

自在的人生！ 

心理治療大師維琴尼亞．薩提爾女士提出的「薩提爾模式」指出，現實

人生的各種問題及困頓，都脫離不了要維持「自己、他人、情境」這三

角關係的平衡。但我們通常一碰到難題，會不假思索一再重複做出失衡

的慣性行為，例如迎合別人、委屈自己；或只顧自己，不管他人與事

情……等等。 

本書作者陳茂雄是國內企業教練的先驅，也是資深的諮商心理師。他師

承薩提爾女士的入室弟子學習薩提爾模式的理論與應用，從多年的諮商

經驗歸納出實用工具，在這本書中直接聚焦薩提爾模式的最核心：自我

覺察，引導我們去除內在盲點，與市面上將薩提爾模式運用在親子溝通、

婚姻治療的面向，截然不同。  

不論你想更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或是想改善人際關係、發揮更大的影

響力，這本書都將滿足你！ 


